
健康社区 设计倡议
Malden 行走计划
Malden 的路标由 Malden 行走委员会提供。
这些标志与出生于 Malden 的世界着名艺
术家 Frank Stella 的原创设计接壤。

路标旨在帮助行人在城市中轻松地行走，并鼓励健康的生
活方式。

路标计划的起始主题是“连接社区”。用标志将 Malden 的不
同社区与政府和城市的建筑物、学校、公园和娱乐设施一起
标识出来。 此外，每个标志都指出各个 Malden 站点的名字，
并显示走向该位置所需的分钟数，箭头指向相应的方向。

Malden 行走委员会认为，改善 North Strand 社区步道的 
Malden 部分的行走体验的方法是安装里程标记。自行车道
的 Malden 路段长 3.1 英里，始于 1 区的 Malden-Everett 线
开始并继续到 8 区的 Linden 路段。路标是双面的，这样在两
个方向行走的行人都会知道他们走了多远。Everett- Malden 
线从 0、1、2、3 开始，然后在 Linden 分别从 0、3、2、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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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街道
Malden 是一个拥有完整街道的社区
交通和政策设计方针要求对街道进行规划、设计、运营和维
护，以实现安全舒适的旅行。例如一条完整的街道可能包括：
人行横道、自行车道、斜坡、宽阔的路肩、便利的公共交通站
点、频繁且安全的横穿马路线、路中地带、无障碍行人信号、 
路边延伸、较窄行道、环形交叉路口等等。

• 允许驾驶者、骑车者、行人、运输车手、商用车辆和紧急车
辆的安全通行。

• 所有使用者感觉舒适并且可通行；包括任何年龄、能力和
收入水平的居民。

• 改善所有人的出行方式，为社区的安全和经济活力作出
贡献。

是位于 Malden 的 3.1 英里的铺平的自
行车和行人共享道路。NSCT（Northern Strand 社区路道)  
沿着以前的波士顿和缅因州铁路，并向公众开放。

这条小路连接了几所学校 - 包括 Linden 学校、Salemwood 
学校和 Malden 高中以及住宅区, 为许多孩子上学提供了安
全的道路。

随着通往 Everett、Malden、Revere 和 Saugus 的连续  
7.5 英里的小路的开放，Lynn 市的最后一段的开发已经取
得了稳定的进展。欲持续跟踪小路开发的最新进展，请访问 
www.biketothesea.com。

是 Malden 市的一条 2.3 英里长的河流，您可以访问  
www.maldenismoving.org 来了解可步行和骑行的河边 
线路图。

Malden 河园林路（Malden River Greenway）是更大的 
Mystic 园林路倡议（Mystic Greenways Initiative）的一部
分, 是对从 Mystic 湖（Mystic Lakes）到波士顿港的 20 多
英里的公园和路径的远景规划。Malden River Greenway 项
目是通过与 Mystic 河流域协会（Mystic River Watershed 
Association）、Everett、Malden 和 Medford 市；骑向大海公
司（Bike to the Sea, Inc.）；Malden 河之友（Friends of the 
Malden River）；Lawrence 和 Lillian Solomon 基金会（The 
Lawrence and Lillian Solomon Foundation）; Preotle、Lane 
及合伙人（Preotle, Lane and Associates）和 Wynn 波士顿港

（Wynn Boston Harbor）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的。

这项工作将为整个河流的河边公园系统制定计划，并为附
近社区创造开放空间。随着社区团体的反馈，设计顾问 Utile 
将综合各种对 Malden 河沿岸新公园、道路和设施的建议，
制定总体规划。

社区花园以多种方式使
社区及居民受益...
• 对于居民来说，园艺是一项健康、廉价的活动，可让他

们体验都市农业，同时以具有社会意义和物质生产力
的方式相互交流。

• 培养食用健康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习惯。
• 提高对社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意识。
• 促进环境可持续性。
• 增加体力活动和改善营养。



Malden 在变化!
青年项目

Malden 河

来自 Malden 高中
的年轻人

青年在加强社区发展生活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青年参与的有效质量项目有助于培养技能、 
价值观和有所作为的动力。

YWCA TASK 女孩和  
州议员 Ultrino 和 Christenson 市
长在一起。

与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一起，Malden 市公共卫生部门与 YWCA 
Malden 的合作伙伴齐心协力，正在推动 Malden 进步!通过支
持马萨诸塞州城镇的公平食物获取权和积极的生活机会的
方法，我们致力于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这一理念使市镇能够实施经过验证的地方政策、制度和环
境变化战略，同时倡导健康和安全的物质环境。通过集体 
z参与和当地机构、社区团体、企业、联盟、居民和青年的 
交流，Malden 的每个人都将最终从更健康的机遇中获益。

• 解决烟草问题
• 成为流动食品市场（Mobile Food Mart）的义工
• 社区健康和有益影音项目（Community Health and 

Wellness Photovoice Project）
• 参与社区花园建设
• Placemaking/Photovoice 项目
• 健康老年社区设计项目（Healthy Aging Community Design 

Project）

Malden 在变化!
运动中的大众 (MIM)。由马萨诸塞州
公共卫生部资助该市政健康和领导
力项目。

www.maldenismoving.orgwww.maldenismoving.org

Malden 在变化! Malden 在变化!

帮助您的孩子饮食健康!
访问 www.chopchopmag.org 来获取有趣的提示和烹饪食
谱，并与您的家人享用健康饮食。

公共卫生主任
Christopher Webb
Malden 卫生委员会
110 Pleasant Street, 2nd floor
Malden, MA 02148
781-397-7049
www.cityofmalden.org

MiM 协调员
Christina Murphy
YWCA Malden
54 Washington Street
Malden, MA 02148
781-322-3760 | 分机 23
www.ywcamalden.org

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制定政策、制度和环境
（PSE）战略，使 Malden 变得更健康。

消除种族主义 
赋予妇女权力ywca




